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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当局政策“发夹弯”再创纪
录。台教育部门８月5日正式发函各大专
院校，宣布即日起全面开放应届毕业生
以外的境外老生来台检疫就学。当天傍
晚，“教育部次长”刘孟奇正向媒体解
释：符合开放资格的有约 1 万人、包含
5500 名陆生，忽被幕僚叫走私语，随即
公告“因两岸考虑”，陆生被排除在外。

正式公文都发了，学校都已通知陆
生准备返台，这边记者会也好好开着，
刚言之凿凿要开放，转脸轻易改口说排
除，这戏剧性一幕的发生，只在短短3分
钟内。岛内骂声一片：这是耍谁呢？！

令人无语的是，在上演一出荒诞剧
后，临时喊卡的始作俑者台湾陆委会居
然反咬一口，再次玩起“甩锅”伎俩。
陆委会的说辞是，近期发生多起“陆方
阻挠陆生返台”的个案，包括“签证遭
刁难”、要求台湾学校证件不得出现“国
立”等字眼。此番将陆生排除在外，全
怪“大陆设置了政治障碍”。究竟何时开
放，还要“审慎研议”。

关注境外生解禁政策多时的陆生返
台推动小组表示，陆生暂缓来台多时，
却是“等来发夹弯”。对于政策一日两
变，有台湾高校校长直言，私校都已经
在通知陆生入境，教育部门突然变卦，

“这玩笑未免开太大了。”陆生因向往台
湾的教育环境赴台求学，没曾想却被卷
入政治问题，何其无辜，呼吁教育应独
立于政治之外。另有台湾高校主管抗议
说，教育是两岸交流中最中立的一环，
如果没护住，对两岸关系冲击更深。

岛内有识之士痛批，台教育部门通
知都发了，政策还临时喊卡，这是行政
机构的失能，“行政院长”苏贞昌理应出
面说明。更何况，这所谓“两岸考虑”
又是什么盘算？

恐怕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台独”
祸心。瞧瞧陆委会给出的理由，一面无
耻无赖地把责任反推给大陆，一面又以

“国立”云云为“台独”言行张目。台湾高校

早在二三月间纷纷开学，陆生返台求学
却无限延宕。台教育部门 6 月将 7600 名
陆生排除在首批返台境外生名单外，尚
且以“防疫考虑”掩人耳目，如今索性连
遮羞布都不要，赤裸裸地搞政治对抗，
将占境外生最大宗的陆生作为牺牲品。

自疫情发生以来，台教育部门政策
一再更改。先是通知陆生 1 月 26 日起暂
缓赴台，又通知新学期开学延后至 3 月
初、陆生可于2月中旬赴台后集中隔离两
周，再要求所有陆生和港澳学生暂缓赴
台，这次单单把陆生排除在外，民进党
当局刻意采取歧视性措施，背离人道立
场进行政治操弄，严重损害陆生正当权
益，也让两岸关系蒙上阴影。

陆生在台求学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
顺。从“三限六不”政策，到健保差别
对待，陆生与港澳学生、外籍学生待遇
悬殊，如今连正常入境、重返校园的权
利都被剥夺。本学年起，其他境外生都
能坐进课堂，只剩陆生偏要通过远程学
习，高校教师也被迫备两套课，陆生沦
为少数弱势者，这样的教学效果如何保
证，真能学到多少东西？

就在民进党当局对陆生返台巧立名
目、百般阻挠之际，自1月底以来，大批
外籍劳工却长驱直入。三四月间高达8万
名境外人士入台，只须符合公务、商务
履约或其他特殊许可。民进党当局的防
疫操作，显然只基于政治而非科学，他
们的区别对待更摆明是要“以疫谋独”。

“逢中必反”的民进党，对待从大陆
返台的部分台胞、陆配子女到在读陆
生，皆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卡关，泯灭道
德良知，离间骨肉亲情。俗话说，多行
不义必自毙。操弄“仇中”意识形态为
非作歹的民进党，必将自食恶果。

一场主题为“两岸云端相会·畅
叙友情未来”的线上交流活动，近
日在山东烟台创业园区、台湾基隆
社区、山东莱阳企业三个会场同步
进行。来自基隆、烟台及莱阳多个
协会、基层社区和基隆山东、烟台
籍知名人士，包括近 50 名小学生
通过网络，以视频短片+视频连线
的方式进行交流。大家相聚云端，
跨越海峡两岸，共同表达了思念、
关爱之情以及共同抗击疫情、携手
合作发展的心愿。

社区线上谈经验

基隆市和烟台市多个社区是长
期交流合作的友好社区，在社区治
理、志愿者服务等方面分享经验、
取长补短，积累了深厚的友谊。通
过网络视频连线，芝罘区毓璜顶街
道办事处、黄务街道办事处、莱阳
市城厢街道办事处与基隆市信义区
及安乐区等里长、社区理事长、居
民代表们互致问候。

毓璜顶街道毓东社区主任纪贞
梅同基隆社区工作者分享了社区防
疫工作、社区治理经验以及志愿者
服务等方面情况，告诉台湾朋友

“我们这里现在很安全，防护很完
备，欢迎疫情结束再来走亲戚。”
信义区孝冈里吴石金里长说：“对
黄务街道印象很深刻。今天看到大
家热情洋溢的笑脸，听到爽朗真诚
的笑声，有些想念烟台的‘社区亲
戚’们，很想早日到烟台。”

乡音不改叙乡情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
邮票……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
的 海 峡 ， 我 在 这 头 ， 大 陆 在 那

头。”深情的朗诵从屏幕那头传过
来，朗诵者正是烟台莱阳籍的基隆
市议员秦钲，浓浓的莱阳口音引起
现场共鸣。

因为疫情，浅浅的海峡阻隔了
双方面对面的交流，视频连线给了
远在海峡对岸的台胞一解思乡之苦
的机会。秦钲对家乡感情深厚，借
此活动与侄子连线。透过屏幕，台
属联谊会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家乡的
发展变化，向台胞们畅谈大陆的美
丽乡村建设以及精准扶贫，展示特
产烟台苹果、莱阳梨以及梨膏等。

基隆的烟台籍台胞兴奋不已：
“隔着屏幕都要流下口水了，真心想
念家乡的味道，那种骨子里思乡回
忆的味道。”烟台市台属联谊会副会
长周忠凯激动地说，“我的二舅、
四舅还有很多亲戚都在台湾，两岸
就是一家人，这种骨子里的血脉相
连是不能改变的。随着年龄增长，越
发感觉亲情可贵，希望有机会到台
湾看看，也希望台湾的亲戚多回家
乡走走，多带孩子们回故乡看看，
因为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家。”

文化互动增契合

烟台文化底蕴深厚，现场文化
互动内容让台胞及其子女对烟台的
认识加深。烟台方面展示了传统十
二生肖剪纸、手工编织、京剧脸
谱、张裕葡萄酒等，让台胞了解更
多的烟台文化元素，基隆社区展示
了泥塑等精美的传统手工艺品。

烟台社区居民温秀珍老人展示
了“中国结”。“我带中国结来这
儿，是想告诉台湾的朋友们，我们
是一家人，希望两岸同胞永结同
心，紧紧相连。”社区工作者特意
将一把红色手工雨伞展示给对方。

“在这样特别的时期，希望两岸风
雨同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可以共同面对，因为我们都是中
华儿女。”社区戚女士展示了自己
的油画《大海》。她说：“月是故乡
明，海是故乡蓝，希望台胞乡亲们
常回家乡看看，家乡富了，物产也
丰富，海鲜管够，酒也管够。”屏
幕对面的老乡们纷纷表示，“回头
一定到烟台把酒言欢。”莱阳书法
家专门为台湾老乡们书写了“同源
同根，血肉相连”，既展示了书画
艺术，也传递了情谊。

同胞携手共发展

烟台市台协会、烟台市青年企
业家协会等人员介绍了烟台营商环
境，当地支持台胞就学、就业、创业
的政策措施，尤其是今年疫情缓和
后政府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情况。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烟台
美光金银丝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庆富

介绍了自己在烟台成家立业，创业
发展成就人生梦想的历程。“大陆惠
台措施确实让台企台商获益良多，
做企业的朋友们可以来烟台考察，
机会真的挺多，我们共商合作。”

烟台市台协会监事、烟台源顺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爵显说，“我来
烟台6年了，烟台四季分明，气候
宜人，在这里生活很好，也找到了
人生伴侣，我现在真正理解了那句
话‘爱在烟台，难以离开’。”

青年企业家杨增杰介绍了烟台
支持青年就业创业的有关措施，邀
请台湾青年来烟台创业。烟台台属
联谊会会员、山东莱励律师事务所
主任薛江彩分享了作为律师，经常
为烟台、青岛等地台胞及台属提供
法律服务、保障台胞合法权益的生
动实例。

道不尽的乡情、友情，谈不完
的交流合作，最后大家共唱《相亲
相爱一家人》，并约定早日再相
聚，携手拼共赢。

两岸社区、企业云端话交流——

“希望台胞乡亲常回家看看”
徐元飞 俞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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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厦门8月6日电 （李睿） 日前，全国食品发酵标准
化中心在福建厦门组织召开了修订海苔国家标准启动会，
来自相关科研机构和 13 家海苔生产企业的代表参加研讨，
围绕海苔产品分类、加工工艺和特征质量指标等方面展开
热烈讨论。

厦门太祖食品有限公司作为来自台湾的企业也受邀参与
了此项标准的起草。公司负责人蔡锦德表示，得益于2019年
11 月 4 日国台办等部门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26条措施”），台资企业可
与大陆企业同等参与行业标准的制订和修订。

位于台湾海峡西岸的厦门沿海，是水产养殖的天然“海
上农场”，也是重要的海苔生产基地。海苔作为紫菜的深加工
产品，营养价值高，被称为健康的“海洋蔬菜”，受到两岸不
少食品加工企业的垂青。在蔡锦德看来，海苔行业标准的修
订促进了两岸标准互联互通，这将有助于海苔生产企业提升
质量、拓宽销路，相信海苔产业化之路会越走越宽。

台企参与行业标准修订
烘焙“海洋蔬菜”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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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6日电 （记者张
盼） 台教育部门近日宣布开放部分境
外学生返台就学，但排除陆生，陆委
会声称是大陆方面阻挠陆生返台。国
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6 日就此应询表
示，民进党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捏造
事实，别有用心。

马晓光表示，从疫情发生至今，
我们十分重视大陆学生返台就读受阻
问题，支持陆生维护正当权益，并及
时协助解决陆生赴台相关实际问题。
而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一直针
对在台就读陆生刻意采取歧视性措
施，以种种借口进行政治操弄，一再

制造障碍阻挠陆生返台就读。8 月 5
日，民进党当局宣布开放应届毕业生
以外的境外学生返台就学，却唯独把
陆生拒之门外，再次严重损害陆生正
当权益。

马晓光指出，民进党当局伤害同
胞感情、制造两岸对立的恶劣行径，
已受到岛内舆论的质疑和抨击。他们
栽赃污蔑、恶意歧视的做法，最终只
会反噬自身。奉劝民进党当局正视民
意，切实尊重和保障陆生返台就读的
正当权益。

台陆委会称大陆阻挠陆生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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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新冠肺
炎疫情严峻，此前连续多日新增确
诊个案破百，多宗个案源头不明，
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为帮助香港控
制疫情，香港义工联盟８月 5 日表
示，愿派出万名义工协助内地支援
队，在全港各区服务基层市民和弱
势群体。

应特区政府请求，中央政府派
出“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来港协
助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支援
香港抗疫工作。香港义工联盟表
示，联盟愿意派出义工帮助支援队
承担收集唾液样本等工作，并进行
支援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抗疫以来，香港义工联盟积极
响应特区政府号召，组织派发口罩
等抗疫物资予基层市民，探访弱势
社群及慈善机构，并赠送抗疫物资。

香港义工联盟主席谭锦球表
示，面临第三轮疫情暴发及此次核
酸检测工作，联盟将一如既往担起
责任，在特区政府带领下，聚焦抗
疫大局，全力协助内地支援队，投
身到抗击新冠肺炎的民生建设工
作，为尽快恢复经济、改善民生创
造良好条件。

“祖国是香港战胜疫情和一切风
险的坚强后盾，香港社会各界应团
结一心，同舟共济，早日打赢疫情
阻击战。”谭锦球呼吁全港市民共同
抗疫，早日恢复安居乐业。

香港义工联盟由一批热心公益
的工商界人士于 2014 年发起成立，
现有团体会员 43 个，义工团队逾
800 支，义工人数逾 10 万，合办及
资助义工活动超过3000项，受惠市
民逾280万人。

香港义工联盟将派万名义工协助
内地支援队在港进行核酸检测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周文
其）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
长薛永恒８月 5 日表示，将在 2020
年下半年公布 《香港智慧城市蓝图
2.0》。他相信这一蓝图可以让市民
更实在地感受到智慧城市及创科发
展为他们生活带来的便利。

薛永恒当日参加资讯及通讯科
技杰出女士奖2020网上颁奖典礼并
发表致辞。他说，《香港智慧城市蓝
图2.0》中有许多与市民生活息息相
关的措施。例如，预计在2020年第
四季度推出“智方便”平台，为市
民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率的数码政
府服务。

薛永恒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
下，通过资讯科技可协助个人、机
构乃至社会继续运作，减低疫情对
经济和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帮助
各行各业撑过这一艰难时期。

据介绍，创新及科技在香港
应 对 疫 情 期 间 发 挥 了 极 大 作 用 。
通过与业界协作，特区政府在 2 月

推出新冠病毒感染本地情况互动
地图，让民众迅速了解疫情发展
情况。特区政府还与本地研发中
心、大学研究团队及初创公司合
作，利用电子手环，配合“居安
抗疫”流动应用程式和地理围栏
技术，确定进行居家检疫人士的
实时地理位置，有效协助检查居
家检疫的实施情况。

对于女性在香港资讯及通讯科
技行业的从业情况，薛永恒表示，女
性从业人员的人数从 1996 年的 1.5
万增至2018年的4.2万，增长幅度十
分显著，情况令人鼓舞。他相信未
来会有更多女性加入资讯科技界，
为香港的创科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017 年底，香港特区政府公布
《香港智慧城市蓝图》，目标是将香
港构建成为世界领先的智慧城市。
该蓝图涵盖了智慧出行、智慧生
活、智慧环境、智慧市民、智慧政
府和智慧经济等 6 大范畴的一系列
政策措施。

香港将公布新的智慧城市蓝图 图为烟台芝罘区会场。 （主办方供图）

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将至，民间有“立秋啃秋”的习俗，即在立秋这一天吃西瓜，表达“啃下
酷夏、迎接秋爽”的愿望。图为 8 月 6 日，安徽省亳州市中医院的护士在展示雕刻出“立秋”字样的
西瓜。 刘勤利摄 （人民视觉）

““啃秋啃秋””迎立秋迎立秋

本报北京8月6日电 （俞晓）
由台湾顶新集团成立的顶新公益
基金会近日发布消息称，2020 年
顶新公益基金会计划为500名大一
新生和往届在校大学生提供每人
4000元的奖学金。

“顶新明日朝阳奖学金”是由
顶新公益基金会设立，为成绩优
异、家境清贫、品德端正的大学
生提供的奖学金。自 2007 年起，
已资助大学生约 3700 位，累计发
放奖学金超过 1400 万元。项目惠
及学生遍布北京、天津、内蒙
古、甘肃、福建、青海、云南、
海南、安徽、江西、四川等地。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
顶新公益基金特地在往年基础上
加大了奖金学力度。本年度“顶
新明日朝阳奖学金”将秉持基金
会项目宗旨，帮助更多的清贫学
子完成大学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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